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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PANY PROFILE   

企业简介

太仓格丽特厨卫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洗衣柜的厂家，本着“以质为

本、诚信立足、以客为尊、服务至上”的宗旨，不断地自我挑战，为改善

人们的家居生活而不懈努力，我们将以最高的热情，最专业的态度，最完

善的服务与您精诚合作，共谋互利发展。

洗衣柜是现代家庭生活中时尚的多功能小型家居用品，它可以跟洗衣机一

体合成，也可单独使用，针对家庭空间大小不同，可置于家庭洗衣房、卫

生间，也可置于阳台，实用又节省空间，为现代家居生活增添了一个新亮

点。

格丽特洗衣柜系列产品，格调高雅，时尚美丽，独特优质，高质量，高档

次，环保健康又节能，让您生活更美好!

格丽特洗衣柜    清洗洁净更健康
十二年专注阳台洗衣柜研发  设计  生产

人体工学设计  ----让洗
衣更省力更轻松

柜体不锈钢材质  ----防

水防潮，不易变形

洗搓一体设计  ----洗衣

更省力，环保健康又节能

柜机一体 ----实用美观又

省空间

安装便捷----柜体

90%焊接好，一把螺丝刀搞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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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造石英石  ----耐磨
耐高温，硬度超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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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锈钢非标定制洗衣机组合柜

主柜尺寸：按实际尺寸非标定制
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岩石灰
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象牙白     

不锈钢阳台组合柜系列

03. 04.

不锈钢  洗衣柜

Customers aren't really buying the product, they're 

buying the solution

顾客真正购买的不是商品，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

LUXURIOUS SIMPLE

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吊柜尺寸：1200x3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象牙白     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岩石灰

不锈钢阳台柜系列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 G-1265

主柜尺寸：1200x650mm
吊柜尺寸：1200x3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芝麻灰  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铁灰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

05. 06.

不锈钢阳台柜系列



07. 08.

G-1263

主柜尺寸：1200x630mm
吊柜尺寸：1200x300mm
台盆材质：灰岩石磨砂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肌肤灰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 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吊柜尺寸：1200x3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金镶玉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雅士白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

不锈钢阳台柜系列 不锈钢阳台柜系列

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白珠光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砂面灰

左右可选/平暗拉手

G-1260 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彩金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砂罗兰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

09. 10.

不锈钢阳台柜系列 不锈钢阳台柜系列



G-1263

主柜尺寸：1200x630mm
台盆材质：黑颜色磨砂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砂面白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 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白珠光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岩石灰

左右可选/心形拉手

11. 12.

不锈钢阳台柜系列 不锈钢阳台柜系列

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白珠光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搭色

左右可选/明拉手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白珠光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灰拉丝

左右可选/斜暗拉手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白珠光高低盆
柜体材质：不锈钢 
柜体颜色：不锈钢银拉丝

左右可选/明拉手

13. 14.

不锈钢阳台柜系列 不锈钢阳台柜系列



全铝非标定制洗衣机组合柜

主柜尺寸：按实际尺寸非标定制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雅典白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栏珊轻奢灰

左右可选

15. 16.

极简轻奢   设计

Customers aren't really buying the product, they're 

buying the solution

顾客真正购买的不是商品，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

LUXURIOUS SIMPLE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



G-1160

主柜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轻奢灰

左右可选 G-8058

主柜尺寸：8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轻奢灰

左右可选

G-5652

主柜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轻奢灰

G-9060

主柜尺寸：900x64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轻奢灰

G-126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白珠光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轻奢灰

左右可选

G-1200

主柜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
柜体材质：铝合金
柜体颜色：轻奢灰

左右可选

17. 18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G-8058

尺寸：8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G-7060

尺寸：700x640x104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雅典白

19. 20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原木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原木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原木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原木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原木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轻奢原木

21. 22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白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白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白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白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白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白

23. 24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灰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灰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灰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灰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灰

25. 26.

G-1200  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士灰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白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白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白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白

陶瓷洗衣盆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白

陶瓷洗衣盆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白

27. 28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银河灰

陶瓷洗衣盆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银河灰

G-8070

尺寸：800x52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银河灰

陶瓷洗衣盆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银河灰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银河灰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银河灰

29. 30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160

尺        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        质：铝合金   
颜        色：简约灰白

G-1058

尺        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        质：铝合金   
颜        色：简约灰白

G-8070

尺        寸：800x54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盆洗衣盆
材        质：铝合金   
颜        色：简约灰白

G-5652

尺        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
材        质：铝合金   
颜        色：简约灰白

陶瓷盆洗衣盆

G-1260

尺        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        质：铝合金   
颜        色：简约灰白

G-1200

尺        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        质：铝合金   
颜        色：简约灰白

31. 32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原木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原木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原木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原木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原木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雅典原木

33. 34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35. 36.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赛莉灰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赛莉灰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赛莉灰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赛莉灰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赛莉灰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赛莉灰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歌白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歌白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歌白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歌白

陶瓷洗衣盆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歌白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   
颜色：歌白

37. 38.

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阳台柜系列 

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 -19G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 -19

陶瓷洗衣盆

G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 -19

陶瓷洗衣盆

G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  物  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  
颜色： -19G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 -19G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 -19G

39. 40.

铝合金+岩板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+岩板阳台柜系列 

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   
颜色：G-07

1200x280x690mm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   
颜色：G-18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1

G-1160

尺寸：11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1

41. 42.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   
颜色：G-11

铝合金+岩板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+岩板阳台柜系列 



G-120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7

G-12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储物柜：1200x280x69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   
颜色：G-17

G-1160

尺寸：1200x6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7

G-1058

尺寸：1000x58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     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7

G-8070

尺寸：700x52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7

G-5652

尺寸：570x530mm
台盆材质：陶瓷洗衣盆
材质：铝合金+岩板 
颜色：G-17

43. 44.

铝合金+岩板阳台柜系列 铝合金+岩板阳台柜系列 



洗衣柜+吊柜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定制任意长度或切角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太空铝 

G-1260白橡木色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/人造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太空铝   

G-1200白橡木色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870/940mm
长度可选：1050/1100/1150/1200/1250/1300/14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太空铝   

G-1260橡木灰色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石英石/人造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太空铝   

G-1260 苏香桐色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太空铝 

G-1200 橡木灰色(左右可选)

尺寸：1200x600x870x940mm
长度可选：1050/1100/1150/1200/1250/1300/14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太空铝   

45. 46.

太空铝阳台柜系列 太空铝阳台柜系列 



G-1260 水曲木柳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生态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枫木/水曲柳/斑马木

G-1260 斑马木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生态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枫木/水曲柳/斑马木

G-1260 实木 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棕色

G-1260  实木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棕色

G-1200 枫木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870/940mm
长度可选：1050/1100/1150/1200/1250/1300/14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生态多层板
门板颜色：枫木/水曲柳/斑马木

47. 48.

极简轻奢   设计

Customers aren't really buying the product, they're 

buying the solution

顾客真正购买的不是商品，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

LUXURIOUS SIMPLE

生态多层板免漆系列 实木柜系列



G-1260F 实木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棕色

G-1260 + 实木 陶瓷盆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00/1200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棕色

G-1300 实木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300x600x870x94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棕色

G-15 00  实木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500x600x870/94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棕色

G-1260F 汉白玉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汉白玉石     
柜体材质：汉白玉石   
门板颜色：汉白玉石/红龙玉石/云彩玉石

G-1260F 红龙玉石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红龙玉石     
柜体材质：红龙玉石   
门板颜色：汉白玉石/红龙玉石/云彩玉石

G-1260F 云彩玉石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050/1100/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云彩玉石     
柜体材质：云彩玉石   
门板颜色：汉白玉石/红龙玉石/云彩玉石

G-1260  D 云彩玉石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870mm
长度可选：1050/1100/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云彩玉石     
柜体材质：云彩玉石   
门板颜色：汉白玉石/红龙玉石/云彩玉石

实木柜系列 玉石柜系列

49. 50.



G-126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2 0 0 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870x940mm
长度可选：1050/1100/1150/1200/1250/1300/14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260F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150/1200/1250/1300/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2 0 6  多层板UV+陶瓷盆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200x600x945mm
长度可选：100/1200/1300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16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100x585x945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0 06 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000x570x870/940mm
长度可选：950/105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35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350x600x1005mm
长度可选：1100/1200/1250/1300/135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30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300x600x870/94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多层板UV高光系列 多层板UV高光系列

51. 52.



G-140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400x600x870/94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50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500x600x870/94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560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500x600x1005mm
长度可选：14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660  多层板UV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1600x600x945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7060 多层板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700x640x1010/1040mm
长度可选：700/800/9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
G-5652  多层板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570x530x850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   

G-9060 UV 多层板 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900x640x1010/1040mm
长度可选：700/800/9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/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  

G-460 UV 多层板 （左右可选）

尺寸：465x520x850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  

多层板UV高光系列 多层板UV高光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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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-8080 多层板UV

尺寸：810x550x885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8070 多层板UV

尺寸：700x520x850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8058 多层板UV

尺寸：800x580x850mm
长度可选：800/9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英石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800F 多层板UV

尺寸：820x510x880mm
台盆材质：优质陶瓷洗衣盆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058 多层板UV

尺寸：1000x580x860mm
长度可选：1000/1100/12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055 多层板UV

尺寸：1000x550x850mm
长度可选：900/10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1255 多层板UV

尺寸：1200x550x855mm
长度可选：1100/1200/1300/150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G-9055 多层板UV

尺寸：900x580x880mm
台盆材质：人造石英石     
柜体材质：多层板   
门板颜色：白/红/灰/香槟金

多层板UV高光系列 多层板UV高光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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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板色

      

-11 岩板色

    

-18 岩板色

    

-19岩板色

    

-17岩板色-01

雅士白歌白 轻奢雅典白

栏栅轻奢灰

      

赛莉灰

    

雅典白

    

双线轻奢灰雅士灰 轻奢灰

栏栅

      

轻奢雅典白 银河灰

    

原木

                  

洗衣柜台盆 洗衣柜色卡

57.

人造石珠光

石英石雪花白 汉白玉石

石英石象牙白 石英石彩金

灰岩石磨砂630MM石英石多彩星红龙玉石

石英石芝麻灰650MM石英石芝麻灰

黑岩石磨砂630MM

石英石金镶玉

通用下水双斗下水

全铜冷热水龙头/不锈钢冷热水龙头

安装工艺安装示意图连接洗衣机专用下水

溢水口下水器不锈钢下水 不锈钢滤水架

安装示意图/配件

岩板色卡

全铝色卡

不锈钢色卡

不锈钢岩石灰

    

不锈钢雅士白

    

不锈钢砂面白

    

不锈钢砂罗兰

    

不锈钢砂面灰

    

不锈钢肌肤灰

    

不锈钢灰拉丝

    

58.

岩板色-20

选
配

不锈钢铁灰

    




